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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记者
5月23日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
我省今年高考体育类专业课统
考将于5月24日至6月2日在西
安体育学院进行。为做好防疫
工作，我省明确参加考试的考
生，进入考点时须佩戴口罩，其
他人员不得进入考点。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参加高
考体育专业课考试的学生，登录
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及时查询
详细了解考试日程安排、考场及
本人所在组别，严格按照规定时
间，从西安体育学院西门设置的
考试专用通道进入考点参加考

试。 为避免人群聚集，除考生
本人外，其他人员不得进入考
点，不得在考点大门外聚集。所
有考生在候考、检录、热身、查看
成绩时须保持 1米以上间隔。
注意安全，严防伤害事故发生；
保持卫生，严禁将饮品、食品等
带入检录处和考场。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考生进
入考点时须佩戴口罩，但核验考
生身份过程中需摘掉口罩，通过
手机提供新冠肺炎“防疫健康信
息码”并自觉接受体温检测。
考生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准考证
按时参加预检录、检录和考试，

迟到者按弃考对待。考试过程
中个人财物及证件自行保管。

同时提醒考生，不得自行调
整组别、顺序或道次，违者取消
该项目考试资格。穿胶底运动
鞋（不带钉）参加考试，不得使用
起跑器，违者取消该项目考试资
格。田赛项目两次考试机会，取
最高成绩，两次均犯规者取消该
项目考试资格；径赛项目一次考
试机会，一人犯规两次者，取消
犯规者该项目考试资格，该组考
生起跑犯规累计三次及以上，取
消所有犯规者该项目考试资格。

考生进入考试区域，不得携

带手机、对讲机等通信工具，不
得携带铅球、实心球等考试器
材，一经发现按作弊处理，取消
考试资格。一律不安排补考。
严禁代考、替考，一经发现，将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考试
中自身出现的安全问题由本人承
担。考生有监督考试工作的权利
和义务，发现其他考生和考试工
作人员有作弊等违纪行为应积极
举报。如考试安排出现变动或
有其他临时性通知，信息将公布
于西安体育学院招生网，考生可
扫描准考证上“二维码”查询。

多数培训机构
在等“复学批复”

5月18日，记者来到西安市
校外培训机构较为集中的兴庆
路。以学生家长咨询报班的名
义，依次咨询了博华、领军、新联
盟等6家培训机构。几家培训机
构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此前因
为疫情原因，春节后所有的培训
机构，就停止了线下培训，不少
改成线上培训。

随着目前西安市中小学陆
续复课，按照西安市教育部门
的要求，近期培训机构也向区
县教育部门提供了包括防疫措
施和制度等在内的复课申请，
区县教育部门前期的防疫实地
检查已经基本结束，一名工作
人员说，他们培训机构就等书
面批复正式下达后，线下辅导
课程即可开课，大约需要1周左
右的时间。

记者佯装考察上课环境和
防疫情况，走入一家培训机构的
上课场所查看，进入教学区就闻
到了消毒水的味道和看到临时
设立的隔离室。走进用玻璃墙
隔开的多间教室，发现每间教室
内只有10张课桌，培训机构的工
作人员说，这里有办学许可证，
平时的小班教学大约一班10人
左右，完全可以达到教育局提出
的防疫要求。

区县教育及疾控部门
对辅导班开学要求严格

记者采访了解到，西安市教
育局4月29日发布了中小学春
季学期后续开学工作的通知明
确，5月 11日小学 1至 3年级开
学入校后，校外培训机构按照疫

情防控“属地管理”原则，在区县
（开发区）教育、疾控部门指导监
管下，达到防疫条件、符合防控
要求即可开学。

西安市碑林区等相关区县
制定了校外培训机构春季复课
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施方
案，要求建立和完善“三案九
制”。三方案：培训学校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培训
学校开学准备工作方案、上课期
间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九制度：
传染病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报告制度；疫情防控期间教
师晨、午检和学生入校离校体温
检测登记制度；因病缺勤登记、
病因追踪制度；病假后复学证明
查验制度；学生健康管理制度；
环境卫生检查通报制度；通风、
消毒制度；传染病防控健康教育
制度；各全日制中高考补习机构
还要加强和卫健、疾控部门的联
系，落实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制度。

对不遵守规定擅自线下复
课，或防护措施不到位擅自开
展线下培训的机构，将严肃处
理，列入校外培训机构“黑名
单”，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
法责令停止招生，直至吊销办
学许可证。

报不报辅导班
家长心态各异

5月19日，记者采访了多位
曾经给孩子报过校外辅导班的
家长，面对还没有完全解除的疫
情，进入常态化防控背景下，不
少家长有各自不同的想法。赵
女士孩子今年读初三，面临中
考，她坦言还是给孩子报了班，
原因是自己的孩子在西安南郊

一所大学附中读书，平时成绩属
于中等，进入初三后，孩子感觉
在数学方面学习有些吃力，于是
就在培训机构报了班，采取的是
一对一形式课程辅导。

谭先生的孩子在西安东郊
一所公办初中读初二，对于是
否在辅导班复课后选择给孩子
报班，谭先生有自己的想法。
他说，首先是看孩子有没有这
方面的意愿；其次是培训机构
的防疫措施和教学质量要真正
让人放心。孩子刚返校，在学
校的学习压力就不小了，孩子
平时的学习成绩尚可，现在疫
情还没有完全结束，自己和孩
子商量，决定近期学习侧重以
学校为主，对于报不报班，想根
据疫情发展情况再做决定。他
说，这是自己从防控疫情保证
孩子安全和目前孩子的学习状
况做出的决定。

老师建议
“因人而异慎重选择”

对于近期需不需要给孩子
报校外辅导班的问题，两位不愿
意具名的中学教师对记者说，目
前学生家长对于校外辅导的问
题常出现一些偏差，必须明白
的是在校生的学习，首先是应
该以学校为主，学生应该将大
部分精力用于在校学习上，校
外辅导应该是一种补充，不能
本末倒置。在是否给孩子报班
的问题上，家长一定要明白校

外辅导仅仅适合两种情况的学
生，一是学有所长学有余力的
孩子，通过校外辅导发展特长
和兴趣爱好；另一方面是，在校
读书过程中，对一些知识点和
课程，因为客观原因遇到暂时
性困难时，通过阶段性辅导，查
漏补缺，帮助孩子渡过难关。
扶上马送一程，步入正轨就把
辅导的外力及时停下来，让孩子
回归正常校园学习。

他们说，给孩子是否报班，
家长应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慎
重选择，切莫有攀比心理。

部分校外培训机构
本周末已经开学上课

5月23日，记者再度来到兴
庆路附近实地观察，发现部分
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开始上课。
在皇甫路记者看到多家培训机
构迎来孩子们上课，辅导机构
均按照有关方面的防疫要求，
在培训机构外开设防疫检查
点，学生必须经过测量体温后
才能进入培训点上课，部分培
训机构还将预防疫情的应急预
案展示出来。

12时，一所培训机构的小学
生下课，记者从学生口中了解
到，上课他们做到了师生都佩戴
口罩。一位校外培训班的工作
人员说，随着培训班的开课，目
前咨询报班的家长比前些日子
有所增加。

本报记者 张彦刚

本报讯（记者陶颖）5月23日，西
安又是燥热的天气，大部气温都超过了
30℃，局地风力也比较大。今天雨水到
来，预计燥热的天气会有所缓解，提醒
大家出行注意降水天气影响，不宜进山
游玩。

据预报，西安今天：阴天有小雨，南
部山区有小到中雨，15～28℃；25日：阴
天转多云，南部山区有小雨或阵雨，
15～30℃；26 日：多云转阴天，15～
32℃；27日: 阴天间多云，15～32℃；28
日：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
18～32℃。

两辆渣土车行驶到西安沣河收费
站入口处时，发生追尾事故。后车驾驶
室受损严重，一驾驶员被困。5月21日
凌晨，兴咸路消防救援站接警后迅速赶
到现场救援。

“两车一起向收费站入口方向行
驶，前车行驶到入口时踩了刹车，但后
车速度比较快，没有刹住。”收费站旁的
目击者说。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后车前挡风玻璃碎落，车头严重变形，
驾驶员右腿卡在驾驶室方向盘部位动
弹不得，情况十分危急。

几分钟后，120救护车赶到现场。
医护人员为被困者进行静脉滴注，开通
生命通道。救援人员利用抢险救援车
车载牵引器对变形车头进行牵引，扩大
救援空间。经过 20多分钟的紧张救
援，被困驾驶室的司机被成功救出，立
即被送上120救护车。本报记者葛兰

本报讯（记者陶颖）昨日，记者从
西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由
于尚苑路沿线道路施工，导致265路、
282路、362路部分站点无法正常停
靠。自即日起，对站点进行临时调整。

“尚苑路迅达电缆”尚苑路路南站
点，临时取消，涉及线路265路、282路、
362路；“尚苑路草滩四路口”尚苑路与
草滩四路丁字路口以东路南站，调整至
丁字路口以西路南，涉及线路265路、
282路、362路；“尚苑路草滩九路口”尚
苑路与草滩九路十字以东路南站点，临
时取消，涉及线路282路；“尚苑路草滩
九路口”尚苑路与草滩九路十字以东路
南站点，临时调整至十字以北路西，涉及
线路265路；“尚苑路草滩十路口”尚苑
路与草滩十路十字以东路南站点，临时
调整至十字以南路东，涉及线路282路。

本报讯（记者陶颖）为迎接全国第
19个“安全生产月”，确保公交车辆能
以良好的状态为市民服务，西安公交集
团保修分公司第三保修厂自5月19日
起，以“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为主题，开展安全专项检查。

据了解，此次安全检查工作分为
老旧车辆和新能源车辆两个重点。老
旧车辆方面，由9名维修技术骨干组成
的安检队伍在陕汽厂区对三公司120
部营运车辆进行为期6天的上地沟安
全机件专项检查。新能源车辆方面，抽
调全厂30余名维修技术精英组成“小
扳手服务队”“党员先锋岗服务队”等7
支服务小分队进行为期8天的上线路
安全检查。

今天降雨降温
不宜进山游玩

两渣土车凌晨追尾
救援队20多分钟
救出被困司机

265路282路362路
公交站点临时调整

我省高考体育类
专业课统考今起开考

校外培训机构开课 家长很纠结
老师建议：因人而异慎重选择

章先生的女儿在西安市城东一所不错的公办初中读
初三，最近遇到了一件头痛事:近期结束了居家网课学习，
孩子刚刚进入学校就读，冲刺即将到来的中考。伴随着中
小学所有年级的入校复学，这几天章先生先后多次接到校
外辅导机构打来的电话，邀孩子上中考冲刺班，面对还未
结束的疫情和即将到来的中考，章先生有些茫然。复学
后，面对辅导机构陆续开学，家长该如何选择，近期记者实
地进行了采访。

家长送孩子到辅导班上课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严查公交安全隐患
为市民出行护航


